
                    本地課程一覽表(大學聯招以外) 

   
   第一類課程  政府資助全日制經評審香港演藝學院學士學位課程($42,100/年 x 4 年)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option=com_courses&task=prog_list&progType=3&AwardByNonLocalInsti=0&publicity
=1&acadYear=2014/15 

香港演藝學院 

1. 戲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 (粵劇音樂)  

2. 戲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 (粵劇表演)  

3. 舞蹈藝術學士 (榮譽) 學位 

4. 戲劇藝術學士 (榮譽) 學位 

5. 電影電視藝術學士 (榮譽) 學位 

6.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 (榮譽) 學位 

7. 音樂學士 (榮譽) 學位 

 

 
 
   第二類課程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本地學士學位課程(3322/2 至 5 科 20 分)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option=com_courses&task=institutions&progType=3&AwardByNonLocalInsti=0&publici
ty=0&acadYear=2014/15 

院校一覽表 

 
一.  香港樹仁大學 

二.  珠海學院  

三.  恒生管理學院 

四.  東華學院 

五.  香港浸會大學 

六.  香港教育學院 

七.  職業訓練局 

八.  明德學院 

九.  明愛專上學院 (前稱「明愛徐誠斌學院」) 

十.  香港公開大學  

 

一. 香港樹仁大學 

1. 中國語言文學 (榮譽) 文學士 

2. 經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 

3. 英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4. 歷史學(榮譽)文學士 

5. 新聞與傳播 (榮譽) 文學士 

6.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7. 會計學(榮譽) 商學士 

8.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 

9. 輔導及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10.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11. 社會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12. 社會工作(榮譽) 學士 

 

 二. 珠海學院 

1. 建築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  

2. 中國文學 (榮譽) 文學士學位課程  

3. 專業英語傳意(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4. 新聞及傳播 (榮譽) 文學士學位課程  

5. 工商管理學 (榮譽) 學士學位課程  

6. 商業資訊 (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7. 財務金融學 (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8. 會計及銀行 (榮譽) 商學士學位課程  

9.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課程  

10. 建築學 (榮譽) 理學士學位課程  

11. 資訊科學 (榮譽) 理學士學位課程  

 

三. 恒生管理學院 

1. 英國語文(榮譽)學士 

2. 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3. 企業管治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4. 金融分析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5. 管理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6.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7. 新聞及傳播 (榮譽) 學士 

8. 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榮譽)學士 

9.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 

10. 商務翻譯 (榮譽) 學士 

 

四. 東華學院 

1.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 

2. 健康科學學士 (榮譽) 學位 (主修應用老人學) 

3. 健康科學學士 (榮譽) 學位 (主修護理學) 

4. 醫療科學學士(榮譽) 

5. 職業治療學理學士 (榮譽) 

6. 社會科學學士 (榮譽)  

 

五.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1.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六. 香港教育學院 

1. 可持續發展教育榮譽文學士 

2. 人類與組織發展榮譽文學士 

3. 通識教育榮譽文學士 

4. 音樂教育榮譽學士(當代音樂及演奏教育學) 

5.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科學與網絡科技) 

6.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運動科學) 

7. 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 (大中華地區研究) 

 

七.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1. 廣告（榮譽）文學士 

2. 中華廚藝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3.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4. 酒店營運管理（榮譽）文學士 

5.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 

6.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7. 專業會計（榮譽）文學士 

8.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9. 環境工程及管理（榮譽）工學士  

10. 醫療護理（榮譽）理學士 

11.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12. 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八. 明德學院 

1. 文學士（榮譽）課程 

2. 專業會計（榮譽）學士課程 

 

九. 明愛專上學院 (前稱「明愛徐誠斌學院」) 

1.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2.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3.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十. 香港公開大學  

1. 中文榮譽文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3.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4. 語言研究與翻譯榮譽文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5. 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 （全日制） 

6. 銀行及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全日制）  

7. 中國商業工商管理學士（全日制）  

8. 企業行政學工商管理學士 ( 全日制 )  

9. 人力資源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 全日制 )  

10. 國際商業學工商管理學士 ( 全日制 )  

11. 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 ( 全日制 )  

12. 市場學工商管理學士 ( 全日制 )  

13.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14. 企業管治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15.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16.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17.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 四年全日制課程 )  

18.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四年全日

制課程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19. 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  

20. 英語研究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1. 動畫及視覺特技榮譽藝術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2. 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3. 語言硏究榮譽學士(應用中國語言)（四年全日制課程） 

24.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全日制) 

25.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全日制) 

26. 檢測和認證榮譽理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7. 應用經濟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28. 應用社會研究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四年全日制課程） 

29. 政治及公共行政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30. 心理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課程） 



第三類課程  政府資助全日制經評審副學位課程($30,250/年 x 2 年) 

職業訓練局(VTC)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option=com_courses&task=prog_list&progType=2&AwardByNonLocalInsti=0&publicity=1&acadYear=2014/15 

1. 飛機維修工程高級文憑 

2. 化驗科學高級文憑 

3. 應用營養學高級文憑 

4. 建築設計高級文憑 

5. 建築科技及設計高級文憑 

6. 汽車工程高級文憑 

7. 生物醫學高級文憑 

8. 生物科技高級文憑 

9. 屋宇裝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10. 建築學高級文憑 

11. 建築科技及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12. 化學科技高級文憑 

13.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4. 土木工程高級文憑 

15.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高級文憑 

16. 長者社區保健護理高級文憑 

17. 電腦工程高級文憑 

18. 保育及樹木管理高級文憑 

19. 創意媒體高級文憑 

20. 數碼娛樂高級文憑 - 遊戲及動畫 

21. 數碼音樂及媒體高級文憑 

22.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 

23. 電子及通訊工程高級文憑 

24. 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高級文憑 

25. 環境科學高級文憑 

26. 環境科技高級文憑 

27. 時裝品牌策劃及採購高級文憑 

28. 時裝形象設計高級文憑 

29. 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 

30. 食品及營養科學高級文憑 

31. 遊戲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32. 健康企業管理高級文憑 

33. 醫療保健高級文憑 

34.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 

35. 資訊及網絡安全高級文憑 

36. 珠寶設計及科技高級文憑 

37. 園境建築高級文憑 

38. 康體文娛管理高級文憑 

39. 海事科技高級文憑 

40. 機械工程學高級文憑 

41. 智能手機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42. 多媒體創作高級文憑 

43. 職業安全及風險管理高級文憑 

44. 眼鏡配鏡學高級文憑 

45. 光學科技高級文憑 

46. 藥劑科學高級文憑 

47. 產品測試高級文憑 

48. 產品、室內及展覽設計高級文憑(科目組) 

49. 出版設計及印刷媒體高級文憑 

50. 產業管理高級文憑 

51. 復康服務高級文憑 

52. 社會服務及社區教育高級文憑 

53. 軟件工程高級文憑 

54. 運動行政學高級文憑 

55. 運動教練學高級文憑 

56. 測量學高級文憑 

57. 電訊及網絡科技高級文憑 

58. 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 

59. 視覺藝術與文化研究高級文憑 

60. 視覺傳意高級文憑 

 

 
 
 
 
 
 
 
 
 
 
 
 
 
 



第四類課程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本地副學位課程(22/222 至 5 科 20 分)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option=com_courses&task=institutions&progType=2&Awar
dByNonLocalInsti=0&publicity=0&acadYear=2014/15 
 

院校一覽表 

 
一.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二.    明愛專上學院 (前稱「明愛徐誠斌學院」)

三.    香港城市大學 

四.    恒生管理學院 

五.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 

六.    香港三育書院 (今年不收生) 

七.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八.    香港浸會大學 

九.    香港能仁書院 

十.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十一.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十二.  嶺南大學 

十三.  培正專業書院 

十四.  香港中文大學 

十五.  香港教育學院 

十六.  香港理工大學 

十七.  香港公開大學  

十八.  香港大學 

十九.  東華學院 

二十.  職業訓練局 

二十一. 耀中社區書院 

二十二. 青年會專業書院 

 

一.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1. 商務學副學士 

2. 設計學高級文憑 

3. 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 

4. 配藥高級文憑 

 

二. 明愛專上學院 (前稱「明愛徐誠斌學院」) 

1. 會計學高級文憑  

2. 電腦學高級文憑  

3. 企業管理高級文憑  

4.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5.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6.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三. 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CCCU) 

1. 應用中文副文學士  

2.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英語及中文) 

3.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法文及英語)  

4.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日語及中文)  

5.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日語及英語)  

6.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韓語及中文)  

7.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韓語及英語)  

8. 雙語傳意副文學士(西班牙語及英語)  

9. 傳意及公共關係副文學士  

10. 數碼視覺設計副文學士  

11. 專業英語傳意副文學士  

12. 日語副文學士 

13. 翻譯及傳譯副文學士  

14.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 (會計學) 

15.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中國商業管理)  

16.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金融服務)  

17.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工商管理)  

18.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環球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19.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人力資源管理)  

20.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國際商務管理)  

21. 工商管理副商學士(市場學)  

22. 副工程學士  

23. 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副理學士  



24. 應用商業統計副理學士  

25. 媒體創作副理學士  

26. 環保學副理學士  

27. 商業資訊系統副理學士  

28. 網絡及系統管理副理學士  

29. 副社會科學學士  

30. 應用心理學副社會科學學士  

31. 應用社會科學副社會科學學士  

32. 活動項目管理副社會科學學士 

33. 康樂及旅遊管理副社會科學學士  

34. 公共行政及管理副社會科學學士  

35. 公共關係及廣告副社會科學學士  

36. 社會工作副社會科學學士  

 

四. 恒生管理學院 

1. 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 

 

五.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 

1.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傳理、公關及新聞)  

2.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刑事司法及執法)  

3.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4.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心理學)  

5.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青年與社會服務)  

6. 法律行政人員高級文憑  

7. 商業學高級文憑(會計及會計科技)  

8. 商業學高級文憑(會計及銀行) 

9. 商業學高級文憑(會計及財務策劃)  

10. 商業學高級文憑(會計)  

11. 商業學高級文憑(管理及電子商務) 

12. 商業學高級文憑(管理及心理學)  

13. 商業學高級文憑(管理學)  

14. 時裝造型及形象設計高級文憑  

15. 食品健康及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16. 社康照顧高級文憑 

17. 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18.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19. 營養及食品管理高級文憑  

20. 房地產管理高級文憑 

21. 體育及康樂管理高級文憑 

22.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高級文憑  

23.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七.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1. 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 

2. 藝術高級文憑 

 

八. A. 香港浸會大學 

1. 影視表演高級文憑  

2. 後期製作高級文憑  

3. 電影製作技巧 (電影攝影、燈光與美術指導) 

高級文憑  

4. 編劇及導演高級文憑  

八. B.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1. 文學副學士(應用社會服務) 

2. 文學副學士(雙語語言及文學研究) 

3. 文學副學士(工商管理) 

4. 文學副學士(專業中文) 

5. 文學副學士(傳理學) 

6. 文學副學士(文化研究) 

7. 文學副學士(電影、電視及數碼媒體學) 

8. 文學副學士(財務管理)  

9. 文學副學士(新聞學) 

10. 文學副學士(市場學) 

11. 文學副學士(音樂學) 

12. 文學副學士(旅遊及款待業管理) 

13. 文學副學士(視覺藝術) 

14. 理學副學士(商業資訊系統) 

15. 理學副學士(計算機科學) 

16. 理學副學士(創意數碼媒體設計) 

17. 理學副學士(環境保育學) 

18. 理學副學士(食物安全及環境健康) 

19. 理學副學士(生命科學) 

20. 理學副學士(營養及食物管理) 

21. 理學副學士(專業會計學) 

22. 理學副學士(心理學) 

23. 理學副學士(運動及康樂學)  

 

九. 香港能仁書院 

1. 工商管理副學士 

2. 中文副學士 

3. 房地產管理副學士 

4. 視覺傳意設計副學士 

 

十.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1. 會計學 (副修銀行學) 高級文憑 

2. 會計學高級文憑 (中國會計)  

3. 會計學高級文憑 (金融)  

4. 應用心理學高級文憑 

5.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金融) 

6.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市場) 

7. 電腦學高級文憑 (網絡及保安)  

8. 電腦學高級文憑 (軟件開發) 

9. 企業傳訊及語言高級文憑 (中文)  

10. 企業傳訊及語言高級文憑 (英語)  

11. 企業傳訊及語言高級文憑 (日語)  

12. 企業傳訊及語言高級文憑 (韓語)  

13. 創意設計高級文憑 (綜合平面設計傳達) 

14. 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15. 運動、體適能及健康管理高級文憑 

16.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  

17. 公共與社會服務高級文憑 

18.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19. 電視製作與廣播高級文憑 

20.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 (航空及郵輪服務) 

21.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 (酒店款待) 

22.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 

 

十一.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1. 文學副學士  

2. 工商管理副學士  

3. 理學副學士  

 

十二.  A.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1. 人文學科（中文傳媒寫作）副學士課程 

2.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課程 

3. 人文學科（文化研究與傳播）副學士課程 

4. 人文學科（歷史）副學士課程  

5. 人文學科（哲學）副學士課程 

6. 人文學科（翻譯）副學士課程 

7. 人文學科（視覺藝術）副學士課程 

8. 商學（會計學）副學士課程 

9. 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課程 

10. 商學（金融服務）副學士課程 

11. 商學（人力資源管理）副學士課程 

12. 商學（市場學）副學士課程 

13. 商學（旅遊管理）副學士課程 

14. 社會科學（應用青少年學）副學士課程 

15. 社會科學（行為學）副學士課程 

16. 社會科學（經濟及金融）副學士課程 

17. 社會科學（綜合課程）副學士課程 

18. 社會科學（諮商與輔導）副學士課程 

19. 社會科學（心理學）副學士課程 

20. 社會科學（公共政策及行政）副學士課程 

21. 社會科學（社會學）副學士課程 

十二. B. 嶺南大學 -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1. 航空服務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2.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3. 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高級文憑課程 

4. 電腦學高級文憑課程 

5. 創意媒體設計高級文憑課程 

6. 英語及傳意高級文憑課程 

7. 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8. 款待業（酒店實務）高級文憑課程 

9. 日本研究高級文憑課程 

10. 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課程 

11. 專業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 

12. 心理學（諮商與輔導）高級文憑課程 

13. 教育心理學高級文憑課程 

14. 旅遊學高級文憑課程 

15. 青年輔導高級文憑課程 

 

十三. 培正專業書院 

1.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2. 創意媒體科技高級文憑 

3. 創新產品設計高級文憑 

4. 資訊及通訊科技高級文憑 

 

十四.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1. 應用日語高級文憑課程 

2. 應用韓語高級文憑課程 

3. 應用翻譯高級文憑課程  

4. 工商管理及企業行政高級文憑課程  

5. 工商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6. 工商管理及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7. 工商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8. 中文高級文憑課程  

9. 中文新聞學高級文憑課程  

10. 商業設計高級文憑課程  

11. 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憑課程  

12. 企業管理及商業資訊系統高級文憑課程  

13. 文化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14. 數碼動畫及創意媒體高級文憑課程  

15. 英文高級文憑課程 

16. 時裝設計及商務高級文憑課程  

17. 金融服務高級文憑課程  

18. 健康產品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19. 人類營養學高級文憑課程 

20.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  

21. 國際商業高級文憑課程 

22.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23. 多媒體及創意廣告高級文憑課程  

24. 網絡及流動電腦高級文憑課程  

25. 流行文化與媒體研究高級文憑課程  

26. 專業會計高級文憑課程  

27. 公關及廣告高級文憑課程  

28. 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29.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  

30. 旅遊及款待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31. 英漢日語/英漢韓語商業傳意高級文憑課程  

32. 時尚商品展示設計高級文憑課程 

 

十五. 香港教育學院 (HKIEd) 

1. 應用科學副學士(運動教練與管理學)  

2. 文學副學士(音樂) 

3. 教育副學士(通識研習) 

4.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十六.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HKCC) 

1.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2.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心理學)  

3.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社會政策及行政)  

4.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社會福利)  

5.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社會學及文化)  

6. 中英語文傳意副學士  

7. 工商業副學士  

8. 工商業副學士 (會計)  

9. 工商業副學士 (商業管理)  

10. 工商業副學士 (中國商業)  

11. 工商業副學士 (金融) 

12. 工商業副學士 (酒店管理)  

13. 工商業副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  

14. 工商業副學士 (國際商業)  

15. 工商業副學士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16. 工商業副學士 (市場學)  

17. 工商業副學士 (旅遊管理)  

18. 設計學副學士 (廣告設計)  

19. 設計學副學士 (環境及室內設計)  

20. 設計學副學士 (產品設計) 

21. 設計學副學士 (視覺傳意)  

22. 工程學副學士  

23. 商業傳意英語副學士  

24. 健康學副學士  

25. 資訊科技副學士  

26. 語文及文化副學士  

27. 公關傳訊副學士  

28. 商業統計及電子計算副學士  

29. 翻譯及傳譯副學士  

30. 文科副學士  

31. 理科副學士  

32. 會展與項目管理高級文憑  

33. 財務及投資策劃高級文憑  

34. 機械工程高級文憑  

35. 服務管理高級文憑  

 

十七.  A. 香港公開大學   

1.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全日制)  

2. 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全日制)  

十七.  B. 香港公開大學 -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1. 會計學高級文憑 

2. 商業管理高級文憑 

3. 犯罪學及紀律部隊高級文憑 

4.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5. 環境管理與公共衛生高級文憑 

6. 時裝學高級文憑 

7. 金融服務高級文憑 

8.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9. 日本研究高級文憑 

10. 流行音樂及音樂製作高級文憑 

11. 心理學高級文憑 

12. 社會科學高級文憑 

13. 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文憑 

14. 旅遊及航空業高級文憑 

 

十八. 香港大學 -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HKU-SPACE) 

1. 應用科學副學士(實用中醫) 

2. 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3. 文學副學士(法律學) 

4. 文學副學士(媒體、文化及創意) 

5. 工商管理副學士 

6. 工程學副學士 

7. 健康科學副學士 (生物醫學科學) 

8. 健康科學副學士 (護理學) 

9. 理學副學士 

10. 社會科學副學士 

11. 會計學高級文憑及財務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雙文憑) 

12. 建築學高級文憑 

13. 航空學高級文憑 

14. 商業學高級文憑(企業管理)  

15. 商業學高級文憑 (經濟學) 

16. 商業學高級文憑 (財務)  

17. 商業學高級文憑 (環球商業管理)  

18. 商業學高級文憑 (市場學及管理)  

19. 商業學高級文憑 (市場學及媒體)  

20. 商業學高級文憑 (市場營銷及廣告)  

21. 商業資訊系統高級文憑 

22. 中醫藥學高級文憑  

23. 企業傳訊及管理高級文憑  

24. 牙科衛生護理高級文憑  

25. 工程學高級文憑  

26. 環境學及職業安全高級文憑 

27. 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28.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29. 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 

30. 物流及運輸營運高級文憑  

31.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32. 產品設計技術高級文憑 

33. 翻譯及傳譯高級文憑  

34. 視像傳意高級文憑  

 

十九. 東華學院 

1. 商學副學士 

2. 健康科學副學士 

3. 社會科學副學士 

 



二十. 職業訓練局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1. 會計學高級文憑 

2. 廣告及品牌管理學高級文憑 

3. 廣告設計高級文憑 

4. 航空及環球物流高級文憑 

5. 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 

6. 視聽娛樂科藝高級文憑 

7. 銀行及金融高級文憑 

8. 美容科學高級文憑 

9. 工商管理學高級文憑 

10. 商業心理及管理學高級文憑 

11. 電腦系統管理高級文憑 

12. 企業行政管理學高級文憑 

13. 展貿及文化事業管理高級文憑 

14. 航空與客運服務高級文憑 

15. 配藥學高級文憑 

16. 活動及推廣市場學高級文憑  

17. 時裝設計高級文憑  

18. 環球採購及供應管理高級文憑 

19. 人力資源管理學高級文憑 

20. 國際款待業管理(酒店、旅遊及康樂)高級文憑 

21. 國際貿易高級文憑  

22. 法律及行政事務學高級文憑  

23. 管理學與公共及社會服務高級文憑 

24. 市場管理學高級文憑 

25. 公關及媒體事業高級文憑 

26. 零售及採購管理高級文憑 

27.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28. 網頁設計及開發高級文憑 

 

二十一. 耀中社區書院 

1. 文學副學士 

2. 幼兒教育副學士 

3. 視覺傳達設計與持續發展副學士 

 

二十二. 青年會專業書院 

1. 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 (酒店及餐飲) 

2. 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業) 

 
 
 


